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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企业研究开发支出会计处理之我见

【摘要】随着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竞争模式的兴起，企业的研发投入与日俱增，研究开发过程中形

成下脚料、残次品、中间试制品等和直接形成产品或作为组成部分形成产品的现象也成为常态，但是企

业会计准则未对相关处理做出明确的规定。虽然财税［2015］119号文件和国家税务总局2015年第97号

公告及其解释对此进行了规范，但是仍然存在会计核算不及时、规定不全面等问题，从而降低了企业会

计信息质量。本文在分析此类资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会计处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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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企业竞争已由传统的竞

争模式逐步转变为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竞争模式。

为及时、高效地推出新产品，企业必须加大研发投

入，而研究开发过程中形成下脚料、残次品、中间试

制品等现象也屡见不鲜。对于下脚料、残次品、中间

试制品等的会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

形资产》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尽管《财政部 国家税

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

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和《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2015年第97号公告）及其解释

对此进行了规范，但是仍然存在会计核算不及时、规

定不全面等问题，从而降低了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笔

者拟对该问题做以下探讨，以期为实务界对此类业

务的处理提供参考。

一、研究开发支出会计处理的相关规定

对于企业研究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目前我国

相关规定如下：

1. 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企业会计准则第 6号
——无形资产》第十三条规定：“自行开发的无形资

产，其成本包括自满足本准则第四条和第九条规定

后至达到预定用途前所发生的支出总额，但是对于

以前期间已经费用化的支出不再调整。”《企业会计

准则讲解》中进一步指出：内部开发活动形成的无形

资产，其成本由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的创造、生产并

使该资产能够以管理层预定的方式运作的所有必要

支出组成。

2. 税法相关规定。《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

六十六条规定：“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以开发过程

中该资产符合资本化条件后至达到预定用途前发生

的支出为计税基础。”国家税务总局 2015年第 97号
公告规定：企业在计算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时，应扣

减已按财税［2015］119号文件规定归集计入研发费

用，但在当期取得的研发过程中形成的下脚料、残次

品、中间试制品等特殊收入；不足扣减的，允许加计

扣除的研发费用按零计算。企业研发活动直接形成

产品或作为组成部分形成的产品对外销售的，研发

费用中对应的材料费用不得加计扣除。

虽然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的税收法规明确

规定了企业在当期取得的研发过程中形成的下脚

料、残次品、中间试制品等特殊收入和直接形成产品

或作为组成部分形成的产品对外出售的处理，但是

还存在着不足。

二、研究开发支出会计处理存在的问题

如果企业在研究开发过程形成的下脚料、残次

品、中间试制品等在研究开发结束之前不用入库就

直接对外出售，按照规定处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

企业实务中出现下列情况不宜按上述规定处理：

①在研究开发过程中形成的下脚料、残次品、中间试

制品等，在研究开发结束之前先入库再对外出售；

②在研究开发结束时没有对外出售且被放入仓库进

行保管；③在研究开发过程中直接形成产品或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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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形成的产品需验收入库等。上述情况若按

相关规定处理可能存在如下问题：

1. 不利于履行会计职能。按照规定，企业研究开

发过程中形成的下脚料、残次品、中间试制品等只有

在对外出售时才能以其收入冲减研发费用，故企业

研究开发过程中形成的下脚料、残次品、中间试制品

等在售出前即使办理了验收入库的手续，也无须进

行会计处理。货物验收入库后，按理应该由仓库部门

对其安全性、完整性承担责任，但是由于没有进行会

计处理，这些货物在会计信息中不属于应该由仓库

部门负责的存货，企业在会计信息上未划分清楚各

部门的责任。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方面无法实现会计

核算职能，即未对研发过程中形成的下脚料、残次

品、中间试制品等的验收入库活动进行会计处理，不

能全面、及时、系统地反映该业务的本质；另一方面，

无法实现会计监督职能，即由于没有分清楚各部门

责任，无法对这些资产进行监督，以保证其安全完整

与合理使用。

2. 不符合会计核算的及时性要求。按照规定，企

业研究开发过程中形成的下脚料、残次品、中间试制

品等在没有对外售出并取得收入之前，会计上并不

对其进行核算。如果企业对研究开发过程中形成的

下脚料、残次品、中间试制品等在售出前办理了验收

入库的手续，但按规定不进行会计处理，这显然违背

了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及时性。

3. 对具体业务的规定不够全面。国家税务总局

2015年第 97号公告没有考虑企业研发过程中形成

的下脚料、残次品、中间试制品等在出售前验收入库

情况的处理问题。同时，对于企业研发活动直接形成

产品或作为组成部分形成的产品对外销售的情况，

只规定了研发费用中对应的材料费用不得加计扣

除，但是对于直接形成产品或者作为组成部分形成

的产品对外销售应如何处理没有规定。

三、研究开发支出会计处理的完善

1. 研究开发过程中形成的下脚料、残次品、中间

试制品等验收入库时的会计处理。根据上述分析，笔

者认为如果企业对研究开发过程中形成的下脚料、

残次品、中间试制品等办理了验收入库手续，则应该

在验收入库的时候及时对其进行会计处理。对于研

发过程中形成的下脚料、残次品、中间试制品等的会

计处理，可从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等方面进

行分析。

（1）确认。《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中规

定，存货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

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在生产过程

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和物料等。研究开发

过程中形成的下脚料、残次品、中间试制品等验收入

库后，一般都会很快被出售或进一步加工，变现能力

强，且具有实物形态，故其具有存货的特征。因此，研

究开发过程中形成的下脚料、残次品、中间试制品等

在验收入库时应该确认为存货，至于应该确认为存

货中的原材料还是库存商品则应该视情况而定。如

果用于直接出售则应该确认为存货中的“库存商

品”，如果计划用于下次的研究开发或者产品生产则

应该列为“原材料”等，出售时按一般销售业务处理，

前者记入“主营业务收入”科目，后者记入“其他业务

收入”科目。

（2）计量。根据财税［2015］119号文件，企业应当

按照研发过程中形成的下脚料、残次品、中间试制品

等的销售收入冲减当期研发费用。对于研发过程中

形成的下脚料、残次品、中间试制品等验收入库时的

计量可参照该规定。故笔者认为，研究开发过程中形

成的下脚料、残次品、中间试制品等验收入库时应该

按照其可变现净值计入存货。

（3）记录。如前所述，企业在研究开发过程中形

成的下脚料、残次品、中间试制品等验收入库时，应

该按照其可变现净值确认存货，会计分录如下：借：

原材料/库存商品等；贷：研发支出。

对于已验收入库的开发过程中形成的下脚料、

残次品、中间试制品等，出售时应按照一般的商品销

售业务处理，在确认收入的同时结转成本，会计分录

如下：借：银行存款/应收账款等；贷：主营业务收

入/其他业务收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

税额）。借：主营业务成本/其他业务成本；贷：原材

料/库存商品等。

（4）报告。由于研究开发过程中形成的下脚料、

残次品、中间试制品等验收入库时按可变现净值计

量，这与《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中存货应

当按照成本（包括采购成本、加工成本和其他成本

等）进行初始计量规定不一致，企业应该在报表附注

中对当期研究开发过程中形成的下脚料、残次品、中

间试制品等按照可变现净值计量的情况进行解释说

明，包括存货的种类、按照可变现净值计量的原因、

计量金额等。

2. 企业研发活动直接形成产品或作为组成部分

形成的产品的会计处理。企业研发活动直接形成产

品或作为组成部分形成的产品的会计处理比较简

单，因为按照规定，研发费用中对应的材料费用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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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计扣除，所以该类产品验收入库时，应该按其所耗

费的材料成本确认存货，会计分录如下：借：库存商

品（研发费用中对应的材料费用）；贷：研发支出。

销售时确认销售收入，会计分录如下：借：银行

存款/应收账款等；贷：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

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四、举例说明

1. 研究开发过程中形成的下脚料、残次品、中间

试制品等。

例 1：红星公司在 2015年进行一项技术开发活

动，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该项技术开发活动共发

生研发支出120万元，且符合资本化条件，最终开发

出一项非专利技术，生成中间试制品400件（市场售

价为250元/件）。假设400件中间试制品的销售有以

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2015年 12月 25日，企业直接对外

出售400件中间试制品。

第二种情况：2015年 12月 10日，企业将 400件
中间试制品验收入库，2015年 12月 25日，企业对外

出售400件中间试制品。

第三种情况：2015年 12月 31日，企业研发任务

正式完成，将 400件中间试制品验收入库，2016年 2
月10日，企业对外出售400件中间试制品。

第一种情况的会计处理：

（1）2015年发生研发支出。借：研发支出——资

本化支出120万；贷：银行存款等120万 。

（2）2015年 12月 25日，直接对外出售 400件中

间试制品。借：银行存款 11.7万（400×0.025+400×
0.025×17%）；贷：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 10 万

（400×0.025），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7万（400×0.025×17%）。
（5）2015年 12月 31日，结转研发支出。借：无形

资产——非专利技术110万（120-10）；贷：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110万。

第二种情况的会计处理：

（1）2015年发生研发支出。借：研发支出——资

本化支出120万；贷：银行存款等120万。

（2）2015年 12月 10日，企业将 400件中间试制

品验收入库。借：原材料/库存商品 10 万（400×
0.025）；贷：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10万。

（3）2015年 12月 25日，企业直接对外出售 400
件中间试制品。借：银行存款/应收账款等 11.7 万
（400×0.025+400×0.025×17%）；贷：主营业务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10万（400×0.025），应交税费——应交

增值税（销项税额）1.7万（400×0.025×17%）。借：主营

业务成本/其他业务成本 10万；贷：原材料/库存商

品10万。

（4）2015年 12月 31日，结转研发支出。借：无形

资产——非专利技术110万；贷：研发支出——资本

化支出110万（120-10）。
第三种情况的会计处理：

（1）2015年发生研发支出。借：研发支出——资

本化支出120万；贷：银行存款等120万。

（2）2015年 12月 31日，企业将 400件中间试制

品验收入库并结转研发支出。借：无形资产——非专

利技术 110 万（120-10），原材料/库存商品 10 万

（400×0.025）；贷：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120万。

（3）2016年 2月 10日，销售 400件中间试制品。

借：银行存款11.7万（400×0.025+400×0.025×17%）；
贷：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10万（400×0.025），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7万（400×
0.025×17%）。借：主营业务成本/其他业务成本 10
万；贷：原材料/库存商品10万。

2. 企业研发活动直接形成产品或作为组成部分

形成的产品。

例 2：红星公司在 2015年进行一项技术开发活

动，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该项技术开发活动共发

生研发支出 120万元且符合资本化条件，最终开发

出一项非专利技术，同时生成产品400件（每件产品

耗费的材料成本为200元/件）。

（1）2015年发生研发支出。借：研发支出——资

本化支出120万；贷：银行存款等120万。

（2）2015年 12月 31日，企业将 400件产品验收

入库并结转研发支出。借：无形资产——非专利技术

110 万（120- 10），原材料/库存商品 10 万（400 ×
0.025）；贷：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1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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